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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書工具知多少 

採錄組 

 
 由於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及網路日漸普及之影響，使得圖書館所蒐集之

資料日趨多元化。為能有效的採購各類型書籍資料及協助全校教學研究之

所需，此文將介紹讀者如何利用書評及網路書訊服務迅速取得合適及正確

的書目資料，為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時達事半功倍之效。 

一、書評： 

 在徵集薦購圖書資料時，您除了利用出版社所提供的新書出版情報及

圖書目錄之外，書評也可成為您選書之參考工具。整體而言，書評對選購

書籍有幾點功能：一是讀者不必逐一閱讀每一本書，可節省選書時間。再

則，可藉助其他專家之專業知識挑選書籍，以彌補自身學科背景之不足。

另外，藉著專家學者的評論，對具有爭議性之書籍可做客觀選書之參考。

以下介紹本館所典藏之書評刊物，供讀者參考。如有需要，讀者可至其網

站或本館七樓期刊室借閱。 
 

Booklist 
網址：http://www.ala.org/booklist/index.html 
期刊架位：93-4 
出版社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
出版情況：雙週刊(9至 6月)，7、8月時每月出刊一次。 
內容特色：是美國公共圖書館最常利用之書評之一。平均一年，評論約八

千種圖書及非書資料。此刊物之書評以讀者類型來區分，主要

分為成人及青少年兩大類。成人下分為小說及非小說類，青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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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中又依低、中、高年級，針對這些不同年齡層的讀者，挑選

適合他們的書籍做導讀。此外，還有介紹媒體及參考書之專

欄，書後並附有索引方便讀者查閱。 
 

Book Review Digest 
期刊架位：93-2 
出版社：H.W.Wilson 
出版情況：月刊，每年出版 10次（2及 7月休刊）。每年 5、8、10月初版

季刊彙編，每年出有該年度之彙編本。 
內容特色：該摘要收集約 6000種圖書的書評，其學科範圍包括人文、社

會科學及普通科學，並收集重要文藝與小說的書評。但不收錄

政府出版品、教科書、科學和法律方面之書籍。該刊為作者及

主題索引，附有書評之精華片段摘錄及簡短解題說明，讀者可

迅速知道書籍之大要。 
 

書評(Book Review) 
期刊架位：21-9 
出版社：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
出版情況：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創刊，為雙月刊。 
內容特色：本刊分為五個專欄，各有其特色。 

1. 書評專欄：憑藉書籍，彰顯其特色及優缺點。 
2. 好書導讀：推薦值得閱讀之書籍，做深入淺出之導讀。 
3. 新書介紹：介紹近一年出版之圖書。 
4. 讀書園：報導各級圖書館及讀書會之動態成果及讀書心得 
5. 書香簡訊：報導社教機構之藝文訊息。 

 

選擇(Choice) 
期刊架位：95-8 
出版社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, ACR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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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情況：1964年三月創刊，每月出刊一次，7、8月時為雙月刊。 
內容特色：選擇 (Choice)月刊是由美國圖書館學會(ALA)中的大學院校暨

研究圖書館學會(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, 
ACRL)為滿足美國大學院校及研究圖書館選購圖書的需求而
出版的刊物。 
    該刊所收錄的資料除一般圖書外，上包含一些重印本
(Reprint)、參考書、政府出版品、各種語文及其他類型的資料。
Choice每月刊出的書評約 600至 700篇，分為五類：參考書
(Reference)、人文(Humanities)、科技(Science & Technology)、
社會及行為科學(Social & Behavior Sciences)及非印刷資料
(Nonprint)。每一書評除有簡單的書目資料外，尚有書評號
(Review Number)、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號或卡片號，及約 200
字的內容摘要。此外，亦附有三種索引：作者索引(Author 
Index)、刊名索引(Title Index)、及廣告索引(Advertisers Index)，
提供使用者查閱。 
 

    除了以上介紹之書評資料，國家圖書館今年元月出版之『全國新書資
訊月刊』亦是極具參考價值之刊物，內容有讀書人語、書評、新書介紹、

新書書目等豐富單元。讀者如欲查詢新書資訊或出版機構名錄可利用此網

址 http://www.ncl.edu.tw/isbn。其他如金石堂書店之出版情報
(http://www.kingstonecom.tw)、賴國洲書房(http://www.kcstudio.com.tw/)、
藏書閣(http://www.eric.net.te/0123-book/bookhome.htm)等網站也提供各類
讀書討論活動及新書評介，讀者可多加利用。 

二、網路上的出版資訊 

 目前許多出版商紛紛架設網站，以提供讀者多樣化的服務，其中包括

提供愛書人透過線上查詢及訂購的書訊服務。 
 

綜合類 

✏ 一千零一頁-好書的世界  http://www.bookclub.com.tw 
其以讀書會互動的形式來經營線上書店，網站中設有駐站作家，像張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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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、郝廣才書平、文字獄、魔法傳奇及好書薈要等內容。希望藉此帶領

讀者享受網路書店的樂趣。 
✏ 三民書局  http://sanmin.com.tw/ 
圖書搜尋主要分總目錄區、三民東大書目區及政府出版品三主軸供讀者

查詢近二十萬種圖書，亦接受線上訂購。讀者可由圖書分類、ISBN、書
名及作者查詢點進入。另提供「本月主題」、「書窗雜誌」、「暢銷書榜」、

「燙手新書」等單元提供讀者購書參考。 
✏ 遠流伯識網  http://www.ylib.com.tw/ 
遠流一向強調以建立「沒有圍牆的學校」滿足廣大讀者一生的讀書計畫

為出版職志。在其網頁期望發展成一個「博學多智的百科知識庫」，內

容有網路圖書博覽會、智慧型的電子書架、線上互動的讀書俱樂部及專

為兒童設計之小人兒書舖等，為上網讀者創造更高的閱讀價值。其網頁

豐富精彩，成為網友後可享先看書後付款、國內免費寄書、新書專區先

睹為快等服務。 
✏ 博客來網路書店  http://www.books.com.tw/welcome.htm 
標榜「買書上網路，不必過馬路」的博客來網路書店，其特色為每本上

網的書都有簡介，並以「圖書分類法」、「出版社分類」、「關鍵字」等方

式供消費者線上查詢二萬多種書籍。讀者可透過免費會員制，利用信用

卡或劃撥預存的方式購書。 
✏ 博學堂網路書店  http://www.chinesebooks.net 
以虛擬的華文市場為企圖的香港博學堂網路書店，鎖定購書對象為賣給

中國人的書，蒐羅書種涵蓋中港台三地圖書，但不以華文為主，各種語

言都有，大約可提供 14萬種書目資料。其設有 SSL 網上安全銷售系統，
並承永隆銀行提供信用卡結算，可保障消費者網上購物安全。 

✏ Amazon  http://www.amazon.com 
被譽為網路上最大書店的 Amazon，其資料庫內有超過 250萬筆英文書
籍資料，包括 150萬筆已付梓書籍，100萬筆絕版書及錄音影帶等多媒
體資料，收藏之豐可讓讀者入寶山不會空手而歸。此外，也提供許多選

購參考資訊，包括書評、簡介、內容摘要、及讀者的心得分享。其對顧

客的服務包括，喜愛作家新書通報服務（Eyes）、書籍過濾服務
（MatchMaker）、購物推車內容保存 30天，使消費者可以分次選購，節
省運費成本，享受購物樂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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✏ Barnes&Noble(B&N)  http://www.barnesandnoble.com 
創立於 1873 年的 B&N 號稱是美國連鎖書店業的龍頭，在全美有 1008
個書店據點。1997年設立網站與 Amazon並駕齊驅，挾帶著雄厚的資本，
提供讀者 24個主題做查詢，從心靈類至自然科學類應有盡有。 

✏ Blackwell  http://www.blackwellpub.com 
總店位於牛津大學旁的百年老書店，以學術性書籍為主。 

✏ Routledge  http://www.routledge.com 
Rouledge歷史超過 150年，1998年成為 Taylor&Francis出版集團下之一
員，主要出版社會科學及人類學之書籍。每年出版之新書約 1千種，且
再版超過 7 千種不同主題之書籍包括：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
Philosophy、The Spon    Architect’s & Builder’s Price Book及 The Media 
Student’s Book 等。另出版有 Addiction、Applied Economics、Regional 
Studies、Sport Sciences等約 275種期刊。 

✏ Internet Book Shop  http://www.bookshop.co.uk 
號稱是全球最大最好的線上書店，不但提供了完整的新書資訊、出版

者、代理商等商情資訊外，還免費提供線上 BIP(Book in Print)檢索服務。 
 

文學類 

✏ 五南出版社  http://wwwwunan.com.tw/ 
五南文化事業機構（含五南圖書出版公司、書泉出版社、考用出版社）

圖書目錄已全部上線，共計十六大類。其為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及大專

教科書之主要供應商。 
✏ 文英堂出版社  

http://www.geocities.com/CollegePark/Theater/4106/index.html 
出版歷史、政治、人文類書籍，有中日關係、台灣研究、見證歷史、日

本問題等系列叢書。 
✏ 前衛出版社  http://www.avanguard.com.tw/ 
台灣本土文化專業出版公司，以台灣本土文學、台灣歷史、政治、社會、

文化出版品為主，有「台灣文史叢書」、「新台灣文庫」、「台灣研究叢書」

等。關係企業草根出版公司。 
✏ 九歌出版社  http://www.chiuko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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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，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，作家蔡文甫秉持著『為讀者出好書，照
顧作家心血結晶』理念，創造了九歌出版社，與純文學、大地、爾雅、

洪範並立，被稱為出版社『五小』。在文學書籍市場，成立關係企業健

行文化出版公司、九歌文書屋，積極開拓文學出版事業。 
✏ Accura Music  http://www.accuramusic.com/ 
出版銅管樂器、木管樂器、敲擊樂器、管弦樂、弦樂器、鋼琴、聲樂等

多種樂譜及音樂教科書。 
✏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http://www.awl.com/corp 

AWL以出版教育類書籍而享譽全球，主題涵蓋中小學教育、高等教育、
英語教學等。不僅販售紙本式之書籍，也提供多媒體之教材供讀者選

擇。1996年與 HarperCollin教育出版社合併，成為 Pearson集團中之一
員。 

✏ Bank Street Bookstore  http://www.bnkst.edu/html/bookstore/index.html 
其為 Bank Street教育學院的附設書店，主要為老師、家長及兒童提供學
前與小學階段的教育類書籍。透過每月出版的 Bookmark通訊，設計主
題單元如，家庭、友誼、新學期的展開等來推薦該領域相關之書籍。 

✏ Booksmith  http://www.booksmith.com/ 
這是一家以販售文史哲書籍為主的書店，其存書共有十萬多冊，每隔一

段時間便會刊出近期之暢銷書榜，也提供書店所賣的書籍和雜誌的目

錄。走進 Booksmith網頁中可看得書店活動、找尋書店存貨、書會、文
學獎、讀者交流站、作者紀念卡等豐富內容。由於老闆與職員都是文人

或愛書人，其中更有幾位小說家和詩人。使得此站的可看性增加，對喜

愛文學的讀者是不可錯過的書店網站。 
✏ Wadsworth Publishing Co.  http://philosophy.wadsworth.com/home.html 
以人類學、教育學、歷史、音樂、哲學、政治學、心裡學等人文社會科

學之書籍為主。 
 

科學類 

✏ BookPool   http;//www.bookpool.com 
提供大量折扣書籍，尤以資訊類圖書為大宗。其網站共分 15 類主題提
供讀者查詢，包括：Business & Culture、Certification、Comput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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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lications、Databases、Desktops & Sever Applications、Distributed 
Computing、Enterprise Computing、Hardware、Multimedia等。 

✏ Elsevier Science  http://www.elsevier.nl/ 
在美國、歐洲、日本均設有網站，使消費者可就近使用。除了一般的查

詢功能，還可利用其 Alterting Services經電子郵件不時收到最新之圖書
與期刊的目次內容。 

✏ Spring Science Online  http://www.springer.de/index.html 
Springer於 1894年成立於柏林，其出版之領域涵蓋醫學、心理學、微生
物學、藥學、數學、物理、天文學、化學、地球科學、環境科學、資訊

學等。網站提供英、德文兩種查詢方式，超過 60％之書籍為英文版。 
✏ World Scientific  http://www.worldscientific.com 
世界科學出版社成立於 1981 年，總部設於新加坡，是少數亞洲專門出
版理工專業書籍之集團。每年出版約 4百種不同主題之叢書，60多種專
業期刊。1995 年與倫敦皇家學院共同成立皇家學院出版社（Imperial 
College Press），以工程、醫學、資訊科技、環境科技和管理科學類書籍
見長。消費者可經由其設計之分類主題做查詢，包括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

環境科學、材料學及混亂線性科學等 12種學科。 
 

法學類 

✏ 永然文化出版公司  http://www.perennial.com.tw/ 
以「白話法律、實用法律、生活法律」圖書為宗旨的永然出版社，從民

國 76 年成立至今，已出版了二百餘種圖書，現在更結合金氏電腦，即
將推出〈網上電子書〉，具檢索、分類功能，方便消費者查詢所需，而

且在線上就可以閱讀到書籍內容。 
✏ Kluwerlaw  http://www.kluwerlaw.com 
出版超過兩千種法律類圖書、期刊、活頁及電子出版品，共分為 53 種
主題，由航空法、仲裁、經濟法、刑法、國際法、智慧財產權法至民法，

包羅萬象。出版之電子資料庫及光碟有：Kluwer Global Law Practice 
System、Treaty Disk(CD-ROM)、European Competition Law(CO-ROM)、
Arbitration(CD-ROM)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aw(CD-ROM)等。 

✏ Nolo Press Bookstore  http://www.nolo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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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舊金山市之 Nolo 書店，強調出版實用及淺顯易懂之法律相關書籍
為主要理念。在其網頁上，讀者除了可在線上查詢、訂購書籍外，還可

使用其所提供之法律百科全書查詢法律詞彙；另一貼心服務是提供最新

之法院判決、立法消息之摘要，讓讀者隨時掌握最新訊息。 
✏ West Publishing  http://www.westpub.com/ 
為美國法律出版界之龍頭老大，除販售書籍外，其所製作法律線上資料

庫(Westlaw)亦為業界及學界所廣泛使用。 
 

商學類 

✏ 天下網路書店  http://book.cw.com.tw/ 
目前該線上書店的銷售項目，以天下雜誌、天下文化出版社部分出版品

及時報出版 BIG、NEXT系列及麥格羅‧希爾部分出版品為主。並提供
讀者許多服務如，新視野（介紹該公司評選出的最佳新書）、找書、新

書推薦（介紹本月出版熱門 10大新書）、暢銷書榜（該網站暢銷之書籍
排行榜）等。 

✏ 實用稅務出版社   http://www.tax.com.tw/html/core.htm 
係以及時用稅務、財經資訊報導為主的專業出版社。 

✏ 松岡資訊網  http://www.unalis.com.tw/unalis/index.html 
以經營電腦圖書、軟體及周邊用品為主，網頁上開闢讀者書評單元，消

費者可藉此作為買書之參考。 
✏ Business Publishers Inc.  http://wwwbpinews.com/ 

BPI主要為商業界提供最新工商訊息及分析產業界資訊，出版近五十種
有關製造、運輸、環境、人力資源等業界通訊（newsletter）。 

✏ Computer Literacy  http://www.clbooks.com.aboutus.html 
為加州著名的電腦書籍專賣店，其將資料庫專賣店，其將資料庫中的 13
萬筆書目資料分為 500個主題，每一本新書皆經內部員工讀畢並提出書
評，以 New Book Bulletin Newsletter的方式定期送給 10萬名會員顧客。 

 

其他類   

✏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 http://www.thep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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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國內代理大陸出版品之出版社，讀者可於線上查詢現書資料並直接訂

購。 
✏ 中國現代書店  http://www.modernbook.com 
其網羅豐富之大陸出版訊息，為愛書人提供完整的出版動向及資料，透

過便捷的書籍搜尋引擎，可有效的找出所需的書籍。此外，還將介紹中

國大陸最新出版的各類圖書內容或著作經過之專業雜誌『中國書摘』放

在網頁上供讀者在揀選圖書時參考。 
✏ Antiquarian Bookseller’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 

http://www.abaa-booknet.com 
提供二手書與絕版書資料。 

✏ TextBook  
http://www.hendrix.edu/Bookstore/textbooks/booklist.html 
本站主要是美國大學與出版商合作建立，以因應教授與學生上課需要，

有系統整理超過 20 種學科之教科書，提供外界查詢與訂購之用。此一
系統係以出版商既有出版的教科書為主要對象，再根據大學教學需要進

行重新包裝或重新編輯出版。 
 
    由於 Internet的盛行，網路書訊服務亦成為圖書館目前徵集資料之重
要參考來源。由於出版相關網站不斷推陳出新，讀者可利用各種搜尋引擎

查詢最新的出版情報。如對徵集選購圖書有任何問題或建議，請洽圖書館

採錄組。 
 
 
 


